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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创企业 营销制胜》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云课堂明日下午开讲
观音桥、蔡家持续供地
主城再上线139亩商住用地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24日下午3点，第二节中国（卢作孚）民营
经济学院·云课堂《疫创企业 营销制胜》正式
开讲，课程采用在线直播理论教学+课后师生
实时互动的形式，由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建新传授。

主讲人刘建新副教授，是复旦大学工商管
理博士后，重庆多家咨询培训公司的高级培训
师，擅长品牌建设、渠道规划、客户管理、组织
管理和企业战略管理，服务过的企业包括中国
移动、中国烟草、长安汽车、长虹集团等。

营销创新助力企业弥补疫期创伤
据悉，本期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

云课堂课程，将从疫情期间全国民营企业遭受
的损失现状、民营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疫情
后期民营企业将面对的市场变化和机遇，以及
民营企业在特殊时期如何做好市场营销等多
个方面，全面解析民营企业如何通过营销方式
升级，寻找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本期课程采用“在线直播”的形式，通过
“渝商微课”直播平台播出，直播授课总时长为
40分钟。授课结束后，授课嘉宾将通过微信互
动群，与学员进行30分钟的实时互动，参与互
动的学员可通过文字形式向讲师提问，主讲人
将及时为各位学员答疑解惑。敬请广大重庆
市中小企业主及员工在线关注参与。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
打造优秀民营企业家摇篮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于2019年 4
月29日揭牌成立，由重庆市工商联、北碚区人
民政府和西南大学联合创办，是全国第一所省
级、西部首个民营经济学院，着力打造高端人
才培训基地和培养优秀民营企业家的摇篮。

学院针对企业推出面向中高层管理人员及
基层员工的整体培训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以着

重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目的，通过系统的
培训切实提高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企业家精
神素养、企业发展战略能力、企业管理水平和企
业的社会责任感，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
实现管理现代化，提升企业执行力的实际需要。

一、课程预告：
课题：《疫创企业 营销制胜》
主讲人：刘建新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授课时间：2020 年 4 月 24 日（本周五）15:

00～15:40
互动时间：2020 年 4 月 24 日（本周五）15:

40～16:10
二、特别提示：
授课地址：请

扫描右方二维码进
入直播间。

互动地址：请
扫描右方二维码添
加工作人员微信，
邀请进入云课堂互
动群。

4月 22日，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出让公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决定，供应3宗商住用地，总面积达到139
亩。

公告显示，此次拍卖的其中一宗地块
位于江北区观音桥组团，为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21.77 亩，楼面价为 7050 元/㎡，
容积率2.00。另两宗地块位于北碚区蔡家
组团，其中双碑B分区B02-2/06、B03-2/
06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土地面积75.18亩，容积率为1.88，楼
面价为 3591 元/㎡。双碑 B 分区 B06-1/
07、B05-1-1/06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土
地面积 42.13 亩，容积率 1.90，楼面价为
4011 元/㎡。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三宗地的公告时
间为 2020 年 4 月 22 日 12：00～2020 年 5
月12日12：00。

此外，4 月 20 日，主城西永-土主地
块（20028 号地块）公告到期出让，被首
创以 12.29 亿元拿下，成交楼面价 4408
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牛科

股东数减少 筹码持续集中

新大正在一季报中表示，面对新冠疫
情，物业管理被推到了战“疫”前线，让更
多人看到了物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公
司作为城市公共建筑物业管理服务提供
方，更是深入战斗在医院、机场、轨道交
通、高速公路等抗疫一线。疫情防控期
间，公司除为项目现场提供专业消杀、防
控、抗疫宣传等服务外，对自有的近2万
名员工也提供了周全的防护措施，无一例
自有员工感染。

公司还提示，截至目前，公司持续为
项目提供科学、规范的防疫措施，因此，报
告期内较去年新增防疫物资支出，并将持
续到抗疫结束；同时，出于谨慎性原则考
虑，对于本次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的项目，
如商业部分，公司已在一季报中对可能减
少的收入进行了预估。新大正今年一季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2375.75 万 元 ，增 长
1.11%。

新大正股东数去年底为13032人，今
年 2月底为 6267 人，今年 3月底为 5270
人，股东数持续减少，筹码日趋集中。据
了解，新大正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均为机
构，除第5名养生堂有限公司（持55.4 万
股）外，均为公募机构，工银瑞信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持120万股，列第一。

新任董事长也是实控人之一

4月21日当天下午，新大正在渝中区
总部城召开了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
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李茂顺、刘文波、
王荣、张乐、廖才勇为非独立董事，选举刘
星、徐丽霞、张洋为独立董事，选举彭波、
许翔为股东代表监事。

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原董事长72
岁的王宣女士因年龄原因卸任，并将以终
身名誉董事长身份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
的发展。王宣在股东大会结束前，发表了
卸任感言，感谢员工以及社会各方对新大
正的支持，相信在新一届班子带领下，新
大正会有更大的发展。

在之后召开的新大正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上，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茂
顺当选为新一任董事长。据悉，李茂顺系
新大正 4 名实际控制人之一，1966 年出

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李茂顺
早年曾在永荣矿务局、重庆煤
炭工业管理局任职，1998年至

1999 年，担任重庆大正商场（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1999年至2001年，担任
重庆大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1 年至 2007 年，担任重庆大正商场
（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07 年至
2016年8月，先后担任重庆大正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2016
年8月，担任新大正副董事长、总经理。

李茂顺表示，2020年，新大正将聚焦
深耕中心城市、调整组织管控以适应全国
化拓展节奏，强化中台能力建设并加大信
息化建设，以支撑跨区域业务快速复制；
同时，做好募投项目的建设和推进，利用
上市平台，从单一内升增长模式演变为内
升增长+外延合作“两条腿走路”，迅速填
补空白区域，形成规模化拓展，进一步提
升优势业务品牌力。

招商积余前高层任新大正总裁

另外，在新大正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上，经董事长李茂顺提名，聘任刘文
波为公司总裁，聘任翁家林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经总裁刘文波提名，聘任廖才勇、王
萍、吴云、柯贤阳、何小梅为公司副
总裁；聘任况川、田维正、翁家林为
公司助理总裁；聘任熊淑英为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聘任罗东秋为公司审计内
控中心总经理。

新任总裁刘文波，1975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刘文波 1998
年至 2008 年，先后担任中
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部会计、财务部经理、副总会
计师兼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2008 年至 2012 年，担任中航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
计师；2013年至2019年，担任中
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总经理。其中：2015年至2019年，
兼任中航善达（001914）（2019 年底
更名为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而新大正第二届
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
成，监事会主席彭波，
监事会成员分别为彭
波、许翔、杭建鹏（职工
代表监事）。

4 月 22 日，商报记者从两江新
区入驻企业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啤酒）获悉，该公司
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同
时，积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战略机遇，探索无接触配送
服务等线上服务，瞄准需求积极开
拓市场。今年内，重庆啤酒将在宜
宾新建一条生产线。

据介绍，重庆啤酒计划将在宜宾
开工新建一条最高设计产能年产15
万千升的啤酒拉罐生产线，预计

2020 年 7 月开工，2021 年 5
月开始试生产。重啤宜宾酒

厂于 2017 年 11 月完成
技改搬迁并投用。重啤

宜宾酒厂目前的设计产能为20万千
升，并拥有酿造全系列高端啤酒的
设备和技术水平。

在啤酒消费整体下滑的情况下，
拉罐品类销量逆势快速增长，占比
越来越高。目前，重庆啤酒现有的2
条拉罐线分别位于重庆和湖南，共有
设计产能约12万千升，在2019年已
经达到饱和，预计在2020年起将面
临拉罐产能缺口。宜宾酒厂新增的
拉罐线产能将有效缓解其销售区域
市场供需压力，弥补市场产能缺口。

近日，重庆啤酒发布 2019 年度
报告和2020年一季度报告。年报显
示，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5.82亿
元，同比增长了3.30%。重庆啤酒自
2017年以来，利润已经连续三年增
长，而2019年更是创下利润新高。

重庆啤酒年内在宜宾建生产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重庆第一高价股新大正
72岁女创始人卸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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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1日晚间，新大正（002968）发布2020年一季报，今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75亿元，同比增长1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3.84万元，同比增长
5.21%，每股收益0.35元，业绩保持平稳增长。

当天，新大正还举行了换届选举，李茂顺当选为新一任董事长，公司创始人、原董事
长王宣女士因年龄原因卸任，并将以终身名誉董事长身份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聘任刘文波为公司总裁，此前刘文波系中航物业董事总经理。4月21日，新大正报收
78.73元，为重庆第一高价股。

涪陵榨菜一季度净赚1.66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杨爽

4 月 21 日 晚 间 ，涪 陵 榨 菜
（002507）发布2020年一季报，今年
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3 亿
元，同比减少 8.33%；归母净利润
1.66 亿元，同比增长 6.67%，每股收
益 0.21 元。4月 21 日，涪陵榨菜报
收33.30元，跌0.24%。

报告显示，涪陵榨菜一季度扣非
后 净 利 润 1.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2.76亿元，而去年同期408万元，
同比大增6666.91%。据了解，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90亿元，同
比增长 3.93%；归母净利润 6.05 亿
元，同比下降8.55%。这也是公司上
市9年来首次年度净利润同比下滑。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净利增长与疫情
宅家的榨菜需求有关。根据财务预
算报告，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目标
为20.89亿元，同比将增长5%。

此外，涪陵榨菜股东数去年底为
47941人，今年2月底为39890人，今年
3月底为34148人，股东数持续减少。

4月21日晚间，华
邦 健 康（002004）公
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
邦制药近日获得国家
药监局核准签发的有
关《药品注册批件》，公
司申报的“他达拉非
片”（剂型：片剂，规
格：20mg，化药 4 类）
经审查，符合有关规
定，获得国产药品批
件，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H20203166。

资料显示，他达拉
非是一种选择性、可逆
性 的 磷 酸 二 酯 酶 5
（PDE5）抑制剂，适应
症 为 勃 起 功 能 障 碍
（ED），另外还有前列

腺增生和肺动脉高压两个可增加的
适应症。该药为美国礼来原研药
物，2004年作为治疗男性勃起功能
障碍（ED）的药物在美国上市，商品
名为“CIALIS”（希爱力），并于2005
年在国内获批上市。

此外，太极集团（600129）也公
告，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
收到国家药监局有关《补充申请批
件》，公司申报的“氢溴酸西酞普兰
片（片剂，规格：20mg，化药）”经审
查，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资料显示，氢溴酸西酞普兰
片的适应症为治疗抑郁症，为《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目录（2019 版）》乙类药品。目
前，国内有8家公司有该产品生产批
件，西南药业是第二家获得药品一
致性评价批件的公司。

华邦健康“希爱力”获注册批件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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